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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今天證實，中國
將透過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捐款20萬歐元，供烏克
蘭核安全、核安保技術援助項目之用。

中國外交部8日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澎湃新聞報導
，有媒體針對中國常駐維也納代表團大使李松6日在
IAEA理事會上宣布，中方將捐款20萬歐元用於保障烏克
蘭核設施安全，要求證實。毛寧在回答時，作上述表示
。

毛寧表示，中國一貫高度重視核安全問題，積極致
力於核安全領域國際合作。中國外交部日前發布了 「全
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 ，明確將 「促進核安全國際合作
」 作為重點合作方向之一。

她說，中方不久前發布的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
機的中方立場」 也明確表示，中方反對武裝攻擊和平核
設施，支持IAEA為促進和平核設施的安全、安保發揮建
設性作用。

中國外交部：中方捐20萬歐元助烏克蘭保障核設施
毛寧提到毛寧提到，， 「「我們是這麼我們是這麼

說的說的，，自然也會這麼做自然也會這麼做」」 。。中中
方決定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向方決定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向
烏克蘭核安全核安保技術援助烏克蘭核安全核安保技術援助
項目捐款項目捐款2020萬歐元萬歐元，，就是以就是以
實際行動支持實際行動支持IAEAIAEA為加強烏為加強烏
克蘭核設施安全所作的努力克蘭核設施安全所作的努力。。

她說她說，，中方將繼續與國際中方將繼續與國際
社會一道社會一道，，推動建立推動建立 「「公平公平、、
合作合作、、共贏共贏」」 的國際核安全體的國際核安全體
系系。。並將繼續勸和促談並將繼續勸和促談，，支持支持
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從根源從根源
上消除核安全風險上消除核安全風險，，促進烏克促進烏克
蘭的核設施安全蘭的核設施安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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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invitation of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the Asian
Chinese community, Judy Chu, the first elected Chinese
American congresswoman is scheduled to participate in a big rally
in Houston, Texas. This rally will show how strongly our
community is united against the Texas Senate bill that would ban
citizens from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to buy land in
Texas.

We are here to welcome and thank our Congresswoman
Judy Chu for coming to Texas and joining us in supporting this
important event. Congresswoman Chu is from a Chinese family
and her father was born in California. After she got her doctorate
degree, she taught in a university for twenty years. Later she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congresswoman representing
her constituents in California and has served all the people in that
region very well.

It is time for Chinese Americans to wake up together. Fo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we have been good citizens and hard
workers and very rarely have we gone to the streets to
demonstrate and express ou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ssues.

Now this is the time we will all stand up together this coming
Saturday. At 10:30 am we will host a big rally at Stafford Center
in Stafford, Texas, to show our unity and express that we are
totally against the bill that is now in the Texas Senate.

0303//0707//20232023

Welcome CongresswomanWelcome Congresswoman
Judy Chu's Visit To TexasJudy Chu's Visit To Texas

應國會議員格林及華亞裔社
區之邀请, 首任當選華裔國會議
員的趙美心定於週六專程參加在
休斯敦舉辦的千人反對德州禁止
出售土地給來自中國大陸、伊
朗、北韓及俄羅斯提案。我們
在此表示熱烈之歡迎 ，並感謝
趙議員雪中送碳之熱誠和鼓舞。

祖籍廣東，她父親已經是在
美國出生的首位華裔眾議員。
趙美心是心理學博士並曾在大學
任教二十年。她代表了加州華
人聚集之蒙特利市，多年來為
華亞裔及其他少數民族在國會殿
堂仗義直言，已經有二十年之
歷史。

我們今天正處於華裔美人之
歷史關鍵時刻，從德州參議院
正在準備提出之法案，正說明
了主流社會對華裔之歧視。不
論法案如何修改，其用意是在
阻止華人在美國之發展。

在美華人共同覺醒之時候到
來了，近百年來我們在美國社
會一直是張乖乖牌，工作努力
，奉公守法，極少上街示威表
達不滿。

本週六上午十時半， 我們
在德州休斯敦將舉辦一場千人大
集會，表達我們心中之怒吼和
不滿，也希望我們大家踴躍參與
為自己之權利而奮戰。

歡迎國會議員趙美心到訪德州歡迎國會議員趙美心到訪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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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真是怒吼了, 由法國八大公會所主
導的大罷工活動如火如荼的在法國的首都及
最大都市巴黎進行, 根据法國勞工總會
（CGT）的統計，在一天之內全國各地有超
過350萬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比起上一次
在1月31日舉行的250萬遊行還多了100萬
人, 人數的規模堪稱為50年來最大的，法國
工人民主聯盟（CFDT）領導人呼籲政府不
能對此不聞不問, 然而馬克龍總統卻裝聾作
啞,充耳不聞，迄今為止未置一啄,令人感到
訝異萬分, 真是十足的鴕鳥心態, 這個漠視民
意的政府不倒台才奇怪。

工人罷工是民主國家之常態，那也是
工人求生的一種非常手段, 非以破壞雇主為
目的，由於百行千業的勞資雙方常常是對立
的，資方利潤與勞方利益如果沒有適當分配
, 當勞工階級感到勞力受到資方不公平、不
合理甚或不合法的剝削壓榨和欺凌時，在工
會強力主導下, 工人反對僱主的罷工就自然
會產生，所以像汽車工人、計程車司機、旅
館職工、警察或老師舉行罷工遊行示威是不
足為奇的, 他們當然可以為自己爭取利益和
福祉, 因此罷工是合法的行為和舉動, 不過這
一次法國大罷工所抗議的資方卻是政府, 所
以使得問題更加的複雜化。

由於馬克龍政府準備強行把法國勞工
退休的年齡從62歲推遲到64歲, 影響到他
們領取退休金的福祉, 所以才有不平之鳴。

其實法國的法定退休年齡是62歲, 而鄰
近的國家如英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都是在65歲才正式退休, 美國的平均退休年
齡更是超過了66歲, 所以法國政府研擬增加
兩歲也不為過, 但是大多數的法國勞工卻認
為是不合理的, 而是這個改革計畫顯然是由
馬可龍總統在強烈主導和支持,已經在法國
眾議院通過, 目前繼續在參議院密集討論中
，即將進行表決, 馬可龍政府勢在必行,以彌
補政府巨大的財政赤字, 但是根據法國民調
顯示,全國有六成以上的人民反對這樣不公
不義的舉措, 所以為了個人的生計與生活，
勞工們不得不走上街頭向政府表達嚴厲的抗
議,而且他們一再揚言, 如果再得不到適切回
應，罷工將無限期延續，迫使得高鐵TGV、
地鐵RER和城際列車TER繼續停止行駛,使
得法國的交通捷運系統徹底的癱瘓，嚴重影
響了社會的正常運作以及工商經濟的發展,
馬克龍政府千萬不能夠低估人民百姓的反抗
力量, 人民與政府勞資雙方須共體時艱才能
生死與共,如果政府依然一意孤行, 最後必然
會被人民用選票所推翻！

歐洲中央銀行（ECB）總裁拉加德今天
表示，她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居高不下
的通貨膨脹降溫，並讓物價恢復穩定。

法新社報導，拉加德（Christine La-
garde）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於瑞士日
內瓦總部舉行的活動中致詞，她說歐洲央行
將竭盡一切努力，來對抗嚴重打擊歐元區多
數國家的通膨狀況。

拉加德表示： 「我們將讓物價恢復穩定
，並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高通膨的首要受

害者是底層民眾、弱勢人口，這樣的情況令
人難以接受。」

拉加德與WTO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一同出席國際婦女節活動
，她致詞時還強調，女性是最能感受到通膨
迫切壓力的一大族群， 「女性是薪酬最低的
一群。」

歐洲央行為達到讓通膨率降回2%的目
標，去年7月開始以空前速度調升利率，並
示意本月稍晚將再升息0.5個百分點（2碼

）。拉加德上週又
說，歐元區可能還
需要更多升息行動
。
拉加德今天表示

： 「身為歐洲央行
總裁，我的職責相
當有限，但具有關
鍵重要性，那就是
確保物價穩定。」
拉加德說，她的

職責是對抗 「通貨
膨脹，這是由能源
危機所引起，而能
源危機又是由（俄
羅斯）對烏克蘭發
動的可怕戰爭所造
成」 。

歐洲央行總裁矢言打擊通膨 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

請把明年秋天的假期空下來，要看彗星了。名叫 「紫金山-阿特拉斯」 (C/2023 A3,Tsuchinshan-AT-
LAS）的巨型彗星可望成為明年的夜空奇景，目前天文學家預計，它在最亮的是候可以達到0.7星等，非
常容易發現。它是長周期彗星，大約8萬年才會接近太陽一次，也就是說，上一次接近太陽，人類還在穴
居時代。

科學警報(Science Alers)報導，這枚彗星是在1月9日，被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拍攝到，但是當時並沒
有被辨識，到了2 月 22 日，小行星探知警告系統(Asteroid Terrestrial-impact Last Alert System,簡稱
ATLAS)最早判斷出它是新彗星，於是就最早發現單位，與辨識系統的紫金山天文台和阿特拉斯計畫共同
為名，而Altas又是希臘神話的擎天神，或許也可稱 「紫金山-擎天神彗星」 。

天文學家很快就算出這顆彗星最佳的觀測時機，它最接近太陽(近日點)的時間是9 月28日，此時彗星
噴發物質最猛烈，然後在10月13日，它離地球最接近(近地點)，這段就觀測彗星的 「最佳時間窗口」 。

天文學家粗估，在近日點時候，彗星可達到0.7 等。這意味著它相當明亮。請記住，星等的數雜愈低
的就代表愈亮，夏季夜空的織女星是0等，而1等星就已經相當明亮了。

到了近地點時期，這顆彗星會更容易觀察，可能達到更加耀眼的-0.2，這將使它成為夜空中最亮的天
體之一。如果它噴發壯觀的彗尾，那麼會變得更為龐大，甚至可能達到-5星等。

也就是說，只要它能完整的繼續存在，那麼它將是明年最重要的天文奇景。不過，彗星是非常鬆散的
，它也可能在接近太陽的旅程中，就容然自己崩潰瓦解，這誰也說不準。

除了顯著的亮度外，天文學家發現，這枚彗星的航行速度特別快：每小時大約29萬公里，繞行太陽
系的一圈，大約需要 80,660年。目前它位於土星和木星軌道之間。

巨大而明亮的彗星可遇而不可求，近50年來，最著名的包括：1975年的威斯特彗星(Comet West,C/
1975 V1)星等達到-3等、1996年的百武彗星(C/1996 B2)，星等達到零等，彗尾超過半個天空、1997年
的海爾波普彗星(Comet Hale-Bopp,C/1995 O1)星等達到-1等，被稱為 「世紀末彗星」 ，引起全球風潮
。進入21世紀，2007年麥克諾特彗星(Comet McNaught,C/2006 P1) 星等達到-5.5等，有極為壯觀的扇
形彗尾，是當年的天文盛會，可惜它只有在南半球可見； 再來是2020年的尼歐懷茲彗星(Comet NEO-
WISE,C/2020 F3)，星等達到0等，可惜只有清晨與傍晚可見，也沒引起熱議。

明年秋季奇景 紫金山-阿特拉斯大彗星 預估亮度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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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府承諾控制物價飛漲
但未公布解決方案

綜合報導 法國政府發言人奧利維耶· 韋蘭承諾，政府將采取措施控

制日常消費品價格。

據法新社報道，法國零售商與供應商之間的年度價格談判在1日已

結束，這將導致超市中的日常消費品，尤其是食品價格進壹步上漲。根

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2月28日公布的臨時數據，2月

法國的年通脹率已反彈至6.2%，其中食品價格在壹年內飛漲14.5%。

奧利維耶· 韋蘭接受BFMTV新聞資訊臺采訪時承諾，政府會對抗物價

飛漲，並希望所有零售商參與其中，但他沒有宣布任何具體措施。他保證

說，政府正在采取行動，經濟部正在進行討論，將確保日常消費品價格回

落。當法國人去購物時，都可以用負擔得起的價格購買每天需要的產品。

但他排除了降低增值稅的可能性，認為那是行不通的，也不是最有效的。

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 勒梅爾在國民議會承諾，未來幾天將采取措

施遏制食品通脹，“我們已經在研究食品解決方案好幾天了”，但他沒

有具體說明這些措施的內容。布魯諾· 勒梅爾介紹說，他將在“未來幾

天”與負責中小企業、商業、手工業及旅遊業事務的部長級代表奧利維

亞· 格雷瓜爾壹起接待零售商，“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將提出有效和

可行的措施，使法國能夠為我們的同胞遏制通貨膨脹。”他表示，這些

措施必須得到零售商的支持。

奧利維亞· 格雷瓜爾在接受法國電視二臺采訪時表示，她提出的

“反通脹菜籃子”計劃並未被政府明確拒絕，“它已經擺在桌面上了，

正在討論中。”

法國政府自1月中旬以來壹直在研究“反通脹菜籃子”計劃，但該

計劃遭到批評和質疑，此前壹直在討論的針對低收入人口的“食品

支票”計劃也被放棄了。法國政府預計將在3月15日之前發布關於遏制

日常消費品價格上漲的具體公告。

10億歐元！
歐盟擬再次大手筆撥款供烏買炮彈

綜合報導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壹份計劃書中提

議，歐盟額外尋求為烏克蘭提供10億歐元援助，用於補充烏克蘭軍隊急

需的彈藥。

報道稱，基輔面臨嚴重的彈藥短缺，烏克蘭的西方盟友正加緊對烏

軍的155毫米炮彈供應。

歐洲官員估計，烏軍每天使用多達7000發炮彈。

為了加快向烏軍運送彈藥的速度，博雷利提議額外撥款10億歐元的

聯合資金援助烏克蘭。

計劃書稱，這筆額外撥款將取自歐盟的歐洲和平基金。自2022年2

月以來，該基金已為援助烏克蘭投入36億歐元。愛沙尼亞上月也敦促歐

盟承諾投入40億歐元，共同為烏克蘭購買100萬枚炮彈。

西方各國不僅試圖解決基輔對彈藥的迫切需求，也在尋求加強本國

國防工業的生產，以確保對烏交付武器更加順暢。

此外，計劃書還提到，如果歐盟國家同意投入更多資金，歐盟最終

可能會設立壹個共同為烏克蘭購買武器的專門基金。

據悉，歐盟各國國防部長將於3月7日至8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會

議上正式討論該提案。

國際最新研究：
心跳加速或影響小鼠焦慮樣行為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

刊《自然》最新發表壹篇神經

科學研究論文稱，導致心跳加

速的心率升高與小鼠焦慮樣行

為的增加相關。這項研究結果

表明，來自身體的信號可能通

過某種方式影響與焦慮、恐懼

等情緒相關的情感行為。

該論文介紹，情緒狀態會

影響身體功能。例如，焦慮和

恐懼會令心跳

加快，但這壹

關系反過來是

否成立——心

率升高會否引

發焦慮或恐懼

反應，此前壹

直沒有答案。

探尋心率對情

緒影響的主要

難點之壹是研

究人員缺乏壹

個適當的工具，既能精確控制

心率又不會引發副作用或引入

幹擾因素。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斯坦福

大學卡爾· 戴瑟羅斯(Karl Deis-

seroth)和同事合作開發出壹種非

侵入性的光學起搏器，它利用光

信號靶向控制心肌細胞，可以將

小鼠的心率提高到每分鐘900次(

小鼠的基準心率為每分鐘660

次)。他們發現，光學誘導的心

率升高增強了小鼠的焦慮樣行

為和恐懼，但這種現象僅出現

在有潛在風險的環境中。

為了研究這種效應的潛在

機制，論文作者掃描了小鼠大

腦的活動變化。他們發現後島

葉皮層(posterior insular cortex)

即大腦中負責接收和處理身體

信號的壹個區域，可能介導了

心率升高誘發的焦慮樣和恐懼

行為。此外，他們發現對後島

葉皮層的抑制能減少由光控心

率升高誘發的焦慮樣行為。

“這是壹個明確的證明，至

少在小鼠中，心率會影響焦慮，

並且可能也會影響其他情緒行

為。”同行專家在《自然》同

期發表的“新聞與觀點文章”

中認為，該項進展後續還需進

行進壹步的研究來確定心率升

高對大腦和情感行為的長期影

響，並探索這些發現的潛在轉

化和治療應用。

研究發現：西方對俄石油限價失敗了
綜合報導 據報道，西方盟國以限價

來減少克裏姆林宮原油收入的計劃沒有取得

效果。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國

際金融協會的壹項聯合研究表明，在實行限

價後的四周內，俄羅斯原油的均價約為每桶

74美元，而非限價規定的60美元。

歐盟、七國集團成員國和澳大利亞於

去年12月5日對俄羅斯原油實施禁運和限

價。目的是“顯著減少”俄羅斯的收入，

且同時穩定全球油價，最終讓俄羅斯用以

支撐對烏戰爭的財源枯竭。

與徹底禁止進口俄羅斯原油的歐盟不

同，那些不可能完全放棄俄羅斯原油的國

家可以繼續向俄羅斯購買，但采購價不得

高於每桶60美元，否則就沒法得到西方公

司為其進口原油提供的服務——如在這個

行業中非常普遍的航運保險。

報道稱，盡管如此，研究卻表明，俄羅

斯仍成功以高得多的價格賣出了原油。這項

調研基於世界各地海關的原油銷售數據。

研究人員稱，克裏姆林宮的石油收入

並未像預期那樣大幅下降有若幹原因。壹

方面，俄羅斯有能力將原油出口對象從歐

洲轉變為其他市場——銷量與之前供給歐

洲的大致持平。盡管俄羅斯

給了這些客戶很大的折扣，

但出口商的收入並沒有大幅

減少，因為石油和天然氣價

格在前幾個月壹直處於創紀

錄高位。

另壹方面，俄羅斯得益

於石油市場上的明顯價差。

油價因從俄羅斯何地出口而

異。調查表明，過去最重要

的俄羅斯原油品類烏拉爾原

油從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樞紐

以遠低於60美元壹桶的價格出售。但與此

同時，俄羅斯從太平洋港口向壹些國家出

口的原油均價為每桶82美元，比規定的每

桶價格上限高出22美元。

此外，莫斯科受益於龐大的“影子船

隊”。這些船隊由退役的舊油輪組成，在

沒有西方公司參與的情況下運輸和銷售俄

羅斯石油。這些油輪由難以追蹤的離岸公

司所有，具體有多少艘不得而知。調查表

明，總共有50%的俄羅斯原油是通過這些

規避制裁的油輪運輸的。這意味著，俄羅

斯原油出口只有壹半會受到限價影響——

如果由西方航運公司運輸的話。研究人員

指出，歐盟的禁運和對俄羅斯石油的限價

正導致市場分化，這對俄羅斯有利。

另據報道，在經過較長時間談判後，

自對俄實施石油禁運以來，將首次有原

油從哈薩克斯坦輸入德國。哈薩克石油

運輸公司和俄羅斯石油管道運輸公司證

實，將通過“友誼”輸油管道向德國輸

送石油。哈薩克斯坦不受歐盟對俄石油

禁運的影響。不過，從該國購買的石油

要在俄羅斯境內輸送數千公裏。俄羅斯

為此收取過境費。

盧卡申科即將出國，白俄境內發生大事
反對派炸了俄頂級預警機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出

國前壹天，白俄羅斯境內出事

了，反對派襲擊了俄羅斯在白

俄軍事基地的預警機。

白俄羅斯反對派襲擊俄預
警機

據環球網報道，俄羅斯某

處軍用機場的俄羅斯空天軍

A-50預警偵察機被白俄羅斯

反對派遊擊隊摧毀。據悉，被

毀的預警機價值人民幣200億

元，整個俄羅斯空天軍最多也

只有9架該飛機在服役。白俄

反對派遊擊隊稱，此次攻擊俄

飛機，是為了向盧卡申科政府

喊話，如果白俄繼續公開支持

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

立場，該反對派將繼續對白俄

境內的軍事目標和俄羅斯目標

進行打擊。

事發後，俄羅斯總統普京

間隔壹段時間對此進行回應，

向駐紮白俄羅斯境內的俄白兩

國聯軍表示，類似的事情可能

會再次發生，兩軍應該加強警

戒，避免更多軍事設備遭到襲

擊。

與此同時，盧卡申科也表

示，反對派的種種行為，並不

會阻礙到白俄羅斯對俄羅斯軍

事行動的支持。

“烏克蘭危機”，白俄堅
定支持俄羅斯

的確，自“烏克蘭危機”

以來，白俄羅斯壹直用實際行

動支持普京，烏方曾稱，有大

約20枚火箭炮從白俄羅斯境

內攻入烏克蘭邊境村莊，盡

管白俄對此並未回應，但明

眼人都能看到，白俄為俄軍

提供了通道，大批俄軍從白

俄羅斯境內揮師南下，攻入烏

克蘭，導彈事件或多或少與烏

克蘭有關。

如今，烏克蘭邊防部擴寬

了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邊境的雷

區，將其寬度增加到了2公裏

。表明烏克蘭對白俄羅斯的警

惕性很強。

在白俄堅定的支持下，俄

羅斯也加強了與白俄的軍事合

作。俄方稱未來將向白俄羅斯

提供伊斯坎德爾-M導彈，而

且是兩種型號，攜帶常規的彈

頭以及攜帶核彈頭版本均可提

供，可以配適於巡航導彈或者

是彈道導彈，增強白俄軍事力

量。另外，俄羅斯還要幫白俄

羅斯進行空軍現代化。現在白

俄手中有很多蘇-25攻擊機，

俄羅斯要將這批飛機升級，然

後為白俄培訓相關飛行員，讓

他們熟練駕駛蘇-25升級版。

值得壹提的是，俄羅斯與

白俄之間目前有聯合部隊指揮

部，雙方各自抽調了上萬規模

的部隊，部署在白俄與烏克蘭

的邊境線上，主要烏克蘭對俄

羅斯本土發動攻擊，這支隊伍

就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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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祖拉夫斯基的羊水在她懷孕17週時就破了
，這對胎兒來說太早，但德州醫生最初拒絕終
止她的妊娠，導致她因感染住進加護病房，最
終失去輸卵管。

35歲的她說： 「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等著
失去自己的生命、孩子的生命或是兩者生命的
創傷和絕望。」

祖拉夫斯基（Amanda Zurawski）和幾名
儘管有重大健康併發症卻被拒絕墮胎的女性，
對保守的德州提告。她們今天表達傷痛和創傷
，尋求當局釐清相關新法。

根據代表她們的生育自主權中心（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這起於昨晚提出
的訴訟，是自美國最高法院去年6月推翻墮胎
權保障以來，被拒絕終止妊娠的女性首次提起
此類訴訟。

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今天發布
聲明表示支持。

這些女性想懷孕到足月，但產檢時發現她
們的胎兒不能存活。她們在訴訟中聲稱，儘管
有出血和感染風險，但他們的醫生拒絕進行墮
胎。

在祖拉夫斯基的案例中，醫生最終在3天
後進行了人工流產，當時她出現感染，不得不
切除其中一條輸卵管。

祖拉夫斯基表示： 「我必須墮胎來保護我
的生命，保護我夢想擁有、希望我未來仍可擁
有的嬰兒的生命。」

這些女性把醫師拒絕墮胎，歸咎於德州禁
止墮胎的各種法律，其中一條規定，違反禁令
的醫生將被判處最高99年徒刑。

這些法律允許在醫療緊急情況時有限的例
外情況，例如母親面臨死亡或嚴重殘疾的威脅
，但原告稱這些法律過於含糊，要求法院 「釐
清例外情況的範圍」 。

想墮胎被拒丟了這寶貝 德州婦女提告

美國前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於Pod-
cast新節目中吐露心聲，表示川普就職典禮後
她控制不住地放聲哭了30分鐘，複雜的情緒來
自離開白宮的不捨和對川普的憤恨不滿。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就職典禮後，我們都知道是參加了某人的就
職，受到很多不同原因的影響，那天真的是百
感交集。」 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
）在新上架的播客（Podcast）節目中向聽眾
公開她在2017年1月20日當天，參加完美國
第45任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就
職典禮後的心情。

蜜雪兒聊到兩位出生在芝加哥的女兒在
「白宮的家」 度過了8年的時光， 「我們向幫
忙帶大她們的白宮員工告別」 ，她表示當天心
情低落還是必須得挺住。

她說在那種感傷的情緒下， 「坐到台上看
著和我們所展現的價值對立的一面發生，沒有
多元性、毫無色彩、沒有呈現更廣泛普遍的美

國精神」 。
當天她最後一次搭乘 「空軍一號」 總統專

機。她說，門一關上後， 「我連續哭了30分鐘
，無法控制地哭泣」 。

蜜雪兒還打槍川普，因為當時白宮發布消
息說該場就職典禮人潮創下紀錄引發爭論，她
在節目上幽默說到 「直升機飛過國會大廈，其
實並沒有那麼多人，我們親眼看見了」 。

蜜雪兒的新書 「我們身上有光（The Light
We Carry）」 去年上市，她到各地進行宣傳，
與陣容堅強的主持人包括歐普拉（Oprah Win-
frey）、大衛賴特曼（David Letterman）、柯
南歐布萊恩（Conan O'Brien）等人對談，內
容收錄成 Podcast，單元名稱為 The Light
Podcast，首集於7日上架。

6日，蜜雪兒在她個人推特上宣傳Podcast
並希望新節目能鼓舞大家 「分享自己人生的光
」 。

蜜雪兒老實說：川普就職後大哭半小時
白宮宣布南韓總統尹錫悅4月26日將至

華府進行國是訪問，這是尹錫悅上任以來第三
次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預估聚焦北韓與經濟
安保問題；雙方為紀念韓美同盟70週年，正
協調發表包含強化同盟具體方案的共同聲明。

據南韓總統辦公室與美國白宮聲明，拜登
（Joe Biden）將於4月26日與尹錫悅進行韓
美峰會，討論對北韓遏制力、尖端技術與經濟
安保、人文交流及各項地區、國際議題，同日
並將舉行國賓晚宴。

南韓政府高層官員說，尹錫悅至少會在華
府停留3天，可能基於 「國家利益」 安排其他
訪問行程。尹錫悅這次訪美適逢韓美同盟70
週年，也是南韓總統時隔12年至美國國是訪
問，韓美雙方正在協調是否藉此機會發表共同
聲明。

南韓官員表示，這次共同聲明除回顧過去
70年來的同盟成果，也將包含更進一步提升
兩國關係的方式、強化 「攜手共進的韓美關係
」 的具體方案等內容。

鑑於近期北韓動作頻頻，加上進行第7次

核試驗可能性增加，韓媒多認為這次韓美峰會
重點將擺在北韓問題上。南韓國家安保室長金
聖翰在華府受訪時表示，尹錫悅與拜登基於先
前兩次會面建立的信賴關係，帶領雙方發展具
國際普遍性的同盟關係，在共同聲明中應特別
說明如何實現 「強力行動的同盟」 。

尹錫悅去年10月曾在國軍節致詞中提到
「強力行動的同盟」 ，說明韓美同盟的發展方

向。
除北韓威脅，如何應對國際複合性危機的

經濟合作也是一大重點，尤其是對南韓企業影
響甚巨的美國 「降低通膨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與半導體支援法案，尹
錫悅可能藉峰會重申這些措施對南韓企業的不
公平疑慮，要求美方提出降低負面影響的具體
方案。

也有媒體分析，尹錫悅這次訪美可能對三
星電子、SK集團、現代汽車等南韓大企業在
美國投資發揮關鍵影響，可能為美國帶來數十
億美元投資。

尹錫悅三會拜登 預期發表共同聲明強化同盟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美聯社報導，華盛頓麥姬（Latavia
Washington McGee）、威廉斯（Eric Williams）、伍達德
（Shaeed Woodard）、布朗（Zindell Brown）等4名美國人3
日從南卡羅來納州自駕，跨越邊境到墨西哥塔茅利巴斯州
（Tamaulipas）馬塔摩洛斯（Matamoros），華盛頓麥姬與當

地醫生約好當天要進行整形
手術。

四人駕駛的白色小客車約
在當地時間3日上午9時18
分抵達馬塔摩洛斯，不過卻

迷路了，他們曾一度聯繫上診所問路，2個小時後卻被墨西哥
毒梟開槍掃射並綁架。

網路畫面顯示，四人駕駛的白色小客車車窗有一個彈孔，
2名男子將1名女子強行拉上另一輛白色貨卡的後車廂，隨後
又將另外3人拉上車，其中2人一動也不動。

目擊者描述，當時白色小客車與另一輛車相撞，幾乎是同

一時間，另一輛車抵達現場，好幾名穿著戰術背心的男子拿著
步槍包圍現場。

塔茅利巴斯州長比利亞雷亞爾（Américo Villarreal）表示
，警方昨日在馬塔摩洛斯一幢木屋內發現4名美國人，不過其
中2人已不幸死亡，另外2人生還，倖存的2名受害者已送往
美國治療，警方也逮捕1名看守木屋的嫌疑人。

2名死者身份為伍達德及布朗，華盛頓麥姬毫髮無傷，威
廉斯腿部中3槍。

當局表示，這起綁架事件似乎是一起誤認事件，墨西哥綁
匪疑似將4人誤認為海地毒梟，綁匪並未要求贖金。除了2名
美國人罹難外，流彈也導致一名墨西哥女子中彈身亡。

美6寶媽出國整形被綁架 3親友陪同2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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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全國政
協十四屆一
次會議新聞
發布會在北
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大
會新聞發言
人郭衛民向
中外媒體介
紹本次大會
有關情況並
回答記者提
問。

新華社

兩會兩會

改革開放不會動搖 民營經濟迎新機遇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舉行首場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兩會

報道）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新聞發

布會3日下午在京舉行，大會新聞發言人

郭衛民向中外媒體介紹此次大會情況並

答記者問。郭衛民表示，在世界經濟復

甦乏力、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中國

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2023

年中國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民營經

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郭衛民：所謂“債務陷阱”言論是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兩會報道）郭

衛民在3日舉行的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新聞
發布會回應日本共同社記者提問時表示，國際上
不時出現一些聲音，聲稱中國製造了“債務陷
阱”，試圖抹黑共建“一帶一路”，抹黑中國形
象，“這種說法無中生有，沒有事實根據，是別
有用心的”。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郭衛
民說，近十年來，“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進，
取得了豐碩成果，國際感召力不斷擴大，“截至
今年2月中旬，中國已與151個國家、32個國際
組織簽署合作文件200多份。”十年間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年度貿易額從1.04萬億美
元增至2.07萬億美元，將近翻了一番。建立了
“魯班工坊”等系列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品牌，
“絲綢之路”國際劇院、博物館、藝術節等聯盟
運行良好。“在沿線國家也建立了媒體、智庫合

作交流機制，人文交流全面展開，加強了中國與
這些國家的友好交流和合作”。

郭衛民指出，中國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的
過程中，始終遵循國際慣例和債務可持續的原則，
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投融資
體系。“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和社會效益為導向，
根據項目所在國實際情況為項目建設提供貸款，避
免給所在國造成新的債務風險和財政負擔。”

他並透露，中國與 29個國家共同核准了
《“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引導共建國家
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在使用資金時重視債務可
持續性。中國發布了《“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
性分析框架》，助力共建國家提升債務管理能
力。“需要強調的是，‘一帶一路’建設主要涉
及的是基礎設施和生產領域，為共建國家帶來了
有效投資，增加了優質資產，促進了當地的經濟
增長和民生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兩會報道）3
日下午，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大會新聞發言人郭衛民在
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經過全黨全國
各族人民的同心抗疫，我國已度過了本輪疫情流
行，社會生產生活加快恢復正常，疫情防控取得
了重大決定性勝利。郭衛民特地提到，各行各業
的許多普通勞動者，為抗擊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
作出了重要貢獻。

針對香港文匯報關於如何看待“我國成功實
現疫情防控平穩轉段”的提問，郭衛民回應說，
新冠疫情發生3年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因時因勢優化調整防控政策措施，高效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有效地保護了人民群
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的同心抗疫，我國已度過了本輪疫情流行，社會
生產生活加快恢復正常，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決
定性勝利。

郭衛民談到，在疫情防控鬥爭中湧現出許
多感人故事。在去年底這波疫情高峰時，廣大
醫務人員面對複雜困難的局面，發揚崇高的職
業精神和奮不顧身的獻身精神，投入到長時
間、高強度、超負荷的救治工作中。這些醫務
人員中也包括不少醫藥衞生界的各級政協委
員。各行各業的許多普通勞動者，為抗擊疫情
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許多基層工
作者堅守崗位。快遞小哥和外賣員奔波在路
上，為居家百姓打通生活保障的最後一公里。
超市、便利店的服務員克服困難，支撐起永不
停業的物資補給站。廣大民眾在疫情面前堅定
信心，眾志成城，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充分
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

郭衛民強調，今後全國政協還會圍繞新階段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聚焦補齊醫療衞
生短板、防範重大公共衞生事件、着力推動高質
量發展等積極建言，有些項目已經進入了今年的
協商議政工作計劃中。

回答香港文匯報提問：

“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
國。”郭衛民在發布會上表示，2022年，

中國的進出口總額超過了6萬億美元，實際使用外
資1,891.3億美元，規模再創歷史新高，“今後我
們將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推動對外開放，繼續為世
界的發展提供新機遇、新動能”。全國政協把推進
對外開放作為協商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專題
議政性常委會會議、專項民主監督、專題調研等多
種形式協商議政。不論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中
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會動搖。“中國開放
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把穩增長放在首要位置
郭衛民在回答美國國際市場新聞社記者提問

時說，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複雜嚴峻，
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持續動盪，主要經濟體政策調
整的外溢效果不斷顯現，“經濟恢復的基礎還不
牢固”。他並指出，我國在市場規模、產業體
系、人力資源等方面具有雄厚基礎，經濟韌性
強、潛力大、活力足，“2023年要堅定做好經濟
工作的信心，把穩增長放在首要位置，實現質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建立對民企無事不擾制度
郭衛民說，民營經濟是推動創新、促進就業、

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
發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近年來在疫情的反覆
衝擊下，一些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經營壓
力加大，部分民營企業家處境困難。

“如何提振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
信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郭衛民認為，今
年中國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民營經濟將迎
來新的發展機遇，民營企業的舞台將更加寬

廣。他並透露，委員提出了很多推動民營企業
發展相關建議，包括進一步完善產權保護制
度，落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
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的產權保護制度；
在一些重點行業和領域，放寬民營企業的市場
准入；建立對民營企業無事不擾制度，引導金
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支持力度；在國家層面
建立企業家榮譽制度，表彰包括民營企業家在
內的優秀企業家。“委員們提出的不少建議都
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門的重視和採納。”

郭衛民介紹，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於4
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幕，3月11日下午閉
幕，會期7天半。大會主要議程是：聽取和審議
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的報
告；列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並討論
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其他有關報告；審議通過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全國政協十四屆
一次會議政治決議等決議和報告；選舉產生第十
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
員。會議期間，將安排開幕會、閉幕會以及2次
大會發言，安排8次小組會議。開幕會、閉幕會
將邀請外國駐華使節旁聽。

新
一
屆
政
協
委
員
構
成
具
四
特
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一、代表性廣泛。委員基本涵蓋各領
域、各方面，分布比較廣泛

二、結構進一步優化。積極推薦在實
施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打好三大攻堅
戰、疫情防控、防災減災等重大鬥
爭、重大任務中表現突出的優秀分子
作為委員，也統籌考慮民族、宗教以
及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層
人士的安排

三、新任和連任比例比較適當。在保
留一定數量十三屆委員基礎上，補充
一批各行各業優秀人才

四、委員素質較高。普遍具有良好的
思想政治素質、專業素質、文化素質
和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群眾基礎和
社會形象較好

◆大會新聞發言人郭衛民向中外媒體介紹本次大會有關情況並回答記
者提問。 中新社

政協大會發言人郭衛民回答本報提問：

各行各業勞動者為抗疫作出重要貢獻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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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主持政協主席團會議
審議通過組成人員名單 石泰峰何厚鏵梁振英等任常務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預備會議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以舉手表決等

方式，審議通過了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主席

團會議主持人和秘書長名單，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議程和

日程以及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名單。

會議由十三屆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

我生在吉林，成長在吉
林，讀書、創業都在吉林。對
我來說，吉林不僅僅是我的家

鄉，也是我施展才幹、報效國家、服務人民的
地方。還記着十年前起步創業時的情景，我憑
藉着一股子拚勁，趕上時代的浪潮，依附吉林
這片沃土，有幸在農產品深加工領域做出了一
些成績。作為一名民營企業家，讓民營企業保
持活力，為經濟發展貢獻力量是我的任務；同
時，作為一家依附農業生產的企業，探索工業
如何反哺農業，思考農業如何發展升級也同樣
是我的任務。吉林省是糧食大省，糧食產量本
就備受關注。近兩年，吉林省糧食總產量連續
超過800億斤，去年更是增產8.32億斤，這讓
我意識到科學技術是糧食產能提升的重要驅動
力，有效地運用農業技術對農業生產至關重
要。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23年全面
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就2023年鄉
村振興戰略實施路徑進行部署，其中強調加強
鄉村人才隊伍建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人才支
持計劃，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大力發展
面向鄉村振興的職業教育，從深化產教融合和
校企合作。從我的實地調研情況來看，我發現
我國農村職業教育仍是職業教育中最為薄弱的
一環，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還明顯不足。對
此，我建議，應統籌發展農村職業教育與培
訓，提高農村職業院校辦學水平。同時，優化
農村職業教育區域布局，來提升農村職業院校
專業與產業的適應性。並且，應推動更多社會
力量參與到農村職業教育中來，深化產教融合
等方面入手，以此來培養造就更多愛農業、懂
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為鄉村振興提
供有力人才支撐。

未來我也希望更多從黑土上走出去的吉林
人，能夠回到家鄉看一看，用學來的知識反哺
家鄉，建設家鄉。今天的家鄉，今天的黑土
地，同樣有廣闊的天地可以施展拳腳。在今後
的工作中，我不僅要積極“走出去”，更要
“融進去”，傾聽基層聲音，把實事好事辦到
群眾心裏。希望用我的綿薄之力，為國履職、
為民盡責。

◆全國政協委員、民營企業家 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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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以舉手表決等方式，審議通過了政
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主

席團成員、主席團會議主持人和秘書長名
單，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議程和日程以及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名單。

與汪洋親切握手
會議議程進行完畢後，全國政協十四

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王滬寧走上
主席台，向在座的2,100多名十四屆全國政
協委員鞠躬致意，同十三屆全國政協主席
汪洋親切握手，並同在主席台就座的十三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一握手。

汪洋在會議結束時發表講話。他說，
在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即將開幕之
際，我謹代表十三屆全國政協，向新一屆
政協全體委員和主席團成員，表示熱烈祝
賀。衷心祝願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取
得圓滿成功，衷心祝願新一屆全國政協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
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指引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奮進新
征程，創造新輝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劉奇

葆、帕巴拉．格列朗傑、萬鋼、何厚鏵、
盧展工、馬、陳曉光、梁振英、夏寶
龍、楊傳堂、李斌、巴特爾、汪永清、何
立峰、蘇輝、鄭建邦、辜勝阻、劉新成、
何維、邵鴻、高雲龍出席會議。

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主席團第一次會議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主席團會議主持人王滬寧主持會議。

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政
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各次全
體會議執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單、政協第十
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分組辦法和委
員小組召集人名單、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副秘書長名單、政協第十
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秘書處機構設
置和工作任務。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主席團常務
主席石泰峰、胡春華、沈躍躍、周強、帕
巴拉．格列朗傑、何厚鏵、梁振英、巴特
爾、蘇輝、邵鴻、高雲龍在主席台就座。

◆3月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
十三屆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同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王滬寧親切握手。 新華社

委委員員手記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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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碧灵委员——
为生态环保屡献良策

宽阔的水面上，江豚畅游嬉戏，它们时而结伴跃出水面，时
而追逐潜入水中……去年底，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在湖南省岳阳
市调研洞庭湖生态疏浚项目时，又一次看到了江豚活泼的身影，

“这些‘微笑天使’在水中逐浪，尽显生态之美。”潘碧灵欣喜地
说。

潘碧灵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
学校长，在生态环境领域工作了十多年。自2008年成为全国政协
委员以来，他所提的提案大都涉及生态环保领域，为生态环保屡
献良策，不少提案都得到了及时反馈和落实。

“紧密围绕业务工作履职，往往可以事半功倍。”这是潘碧灵
履职实践中的最深感触。

在潘碧灵看来，持续关注和跟踪一个问题非常重要。2011
年，他第一次在提案中提出了关于生态补偿的建议。此后，他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多年来，持续建议建立湿地生态
补偿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保护补偿加速推进，初步建
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推动美丽中国建
设。潘碧灵“鼓与呼”数年的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提案

“落地开花”。
“国家层面已确定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但具体要怎么

建？”在2020年两会上，潘碧灵再次提交相关提案，提出在洞庭湖
区建立湿地补偿机制。“这既是对洞庭湖湿地为维护生态安全作出
贡献的一种奖励和补偿，也将对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起到促进
作用。”

潘碧灵进一步提出，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各扫自家门前雪”，
要推动洞庭湖周边省份出台排放标准和管控规范，强化畜禽粪
污、水产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协调组织长江流域上下游各省份共
同采取措施深入推进总磷削减攻坚战，严控含磷洗涤用品；建立
定期省际调度会商机制，指导各省份从法律、政策、标准、技术
等方面开展交流对接，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要保证提案的质量，就得坚持深入调研。”潘碧灵深有感触
地说。5年来，潘碧灵先后参加全国政协开展的脱贫攻坚、污染防
治、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中华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
堂、进校园”等10次专题调研，足迹遍布云南、四川、海南、江
西、安徽、湖南、湖北、宁夏等地，一本本厚厚的调研考察手
记，记录着他的奔忙与投入。

潘碧灵记得，2019年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
“委员通道”上，他讲述了江豚腾出水面的壮观场景，“我当时
说，‘这从侧面反映出长江流域水质已经得到了很好改善’，这样
生动的描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9年，他撰写的《系统推进长
江经济带大保护的调查和思考》 被评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建言献策优秀成果。

今年初，潘碧灵获评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从
业务工作出发，依托领域资源，可以获取更多信息资料，更有条
件深入调查研究，从而确保建言高质量；履好职又可以推动做好
本职工作，当建议得到采纳和落实，会对生态环保事业产生正向
推动力，从而实现双赢。”潘碧灵说。

今年两会即将召开，潘碧灵最关注的还是生态环保问题，将
针对系统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长江流域水资源保障、长江水生态
保护等话题提交提案。

李丰代表——
关注的都是基层群众的身边事

“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关注的都是基层群众的身边
事。”上海熊猫机械 （集团） 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再次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这让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过去 5年里，李丰提交了 10余份建议，内容涉及灵活用工人

员的社会保障、困境儿童保障、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话题。
李丰来自于基层一线，“我自己就是来沪打工的，在21岁时当

上了一名卡车司机，通过不断学习培训，晋升为公司采购经理，
现在成为了一名业务骨干。”李丰自豪地说，他还曾被评为上海
市优秀农民工先进个人。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头两年里，李丰连续呼吁推进困境儿童
保障机制建设。“这个建议来自于生活，我有个爱好——骑自行
车，也结交了很多骑友，从中发现不少人正为‘自己在上海打
工，孩子却不能带在身边’而烦恼。”

对此，经过深入调研，李丰呼吁进一步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
度，建立困境儿童发现机制。连续两年就这个话题提交建议后，
李丰发现，从中央到地方，针对困境儿童，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政策支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
睛。”李丰说，自己在基层工作，发现的困难和问题往往都是农民
工等群体普遍遇到的，基层群众对国家一些政策可能不太了解，
或者不知道如何反映意见，这就需要人大代表去发现和呼吁。

这两年，李丰又重点关注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护。“我发
现，一些新类型的就业岗位，比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
机、家政服务等行业人员，就业期限与形式灵活，岗位和人员
流动性大，部分人没有渠道缴纳社保。”对此，他提出利用区块
链技术解决流动劳务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的建议。此外，
李丰还和其他代表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对进一步规范外包类
灵活用工模式提升就业质量的建议”，就进一步健全劳务外包
法规、畅通维权解纷渠道、强化监管责任落实建言发声。

“我现在走在公司里，不少人会直接喊我‘李代表’，一些在
其他企业工作，和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也会特地打电话来找我反
映情况。”李丰说，“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当好桥梁和纽带，我就
觉得自己这个代表没有白当。今年，我还会继续将群众的心声带
到两会上。”

王静委员——
建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正式实施，令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王静欣喜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快速检测结果可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写入法律
里。

在这背后，王静不仅作为科学家为此提供技术支持，也作为
政协委员推动了溯源体系建设、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化、快速检
测的应用等。

那么，什么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快速检测呢？2021 年 7 月，
在全国政协“推进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先行先
试”提案办理协商会上，王静现场做了一个小实验。

“我当时是将两杯茶水中的一杯添加了3种农药，然后用两个
滴管分别取茶水样品滴入6孔样品池中各5滴，再分别放入有条形
码的不同农药残留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5 分钟后，将
试纸条放在 6 通道的阵列托盘上，用安装有小程序的智能手机
拍照上传图片，很快，手机上就显示出了检测结果：3 份阳
性，3 份阴性。”王静回忆说，整个过程加上泡茶的时间，还不
到 10 分钟。

这一快检技术源于王静带领团队经过十余年的攻关，研发出
“基于胶体金试纸条及移动终端的食品安全和体外诊断智能图像识
别技术和系统”，用试剂条结合微信小程序检测农药残留，技术全
球领先。

王静说，“2022年，我们团队研发的技术已实现了居家检和田
间地头随时检，为发挥委员示范作用及提高履职成效打下了基
础，也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提供了科技支撑。”

作为长期从事农产品质量研究的科学家，王静在提案中关注
的话题，大多涉及到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石，建言守护“舌尖
上的安全”。2019年，她参与《关于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的提案》，建议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让消费者参与
监督。

成为政协委员以来，王静的切身感受是，自己认真提出的提
案，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正因如此，她更加积极地参加实
地调研，并在今年初获评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对
此，王静谦虚地说：“我只是专心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专心做科
研，一件是专心做委员，我所坚持的，是‘路至山水沃土，书及
国计民生’。”

今年两会，王静还将继续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话题提交提
案，“就在去年12月下旬，我们还赶到海南进行现场驻点调研，这
次，我将就建立农药登记绿色通道、加快制定小宗作物农残限量
标准等问题建言献策。”

杨昌芹代表——
用非遗竹编编织美丽乡村

5年前的2018年3月5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来自贵州省赤
水市的苗族姑娘杨昌芹以一身苗族盛装出现在两会的“代表通
道”上，当时她手里拿的，是手工制作的竹编水杯，热情地向大
家介绍家乡的传统工艺。“竹编是我热爱的事业，我要用它编织出
乡亲们的小康之路。”杨昌芹说。

身为一名90后，杨昌芹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
编”传承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她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一
直关注促进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杨昌芹从小就有个犟脾气，2007年从印江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幼师专业毕业后，她接触到了竹编。看着一根根竹子在经历刮
青、破竹、起篾、染色、煮篾、拉丝、编制等工序后，成为精美
的竹编工艺产品，杨昌芹很感兴趣，于是投身到这一行。十余载
春秋交替，她见证了赤水百姓种竹、用竹、卖竹，见证了漫山翠
竹逐渐成为富民强市的产业，见证了蕴藏万亩竹林的自然宝库逐
渐成为“生态宝藏”，也见证了自己手上的水泡磨破变成血泡、
血泡磨破变成伤疤。凭借这股韧劲，杨昌芹成长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推出了竹丝扣瓷、竹编书画、竹编灯饰、竹编提
包、竹编配饰、竹家具等各具特色的创意产品。

“竹编作为非遗项目，既是文化也是产业。”杨昌芹说。她相
信，有了致富的本领，竹乡的乡亲们必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
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2 年，杨昌芹成立了牵手竹艺公司，“我给公司取这个名
字，寓意就是要牵手更多人，努力发展竹编技艺。”杨昌芹说，

“我的目标是，通过将竹编产业化、品牌化，用市场养活竹编，
用文化提升市场，让竹编惠及更多群众，用非遗竹编编织美丽乡
村。”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杨昌芹以带动群众就业、解决群众
所需所想为目标，带动上下游近万人从事竹编相关产业。2021
年，杨昌芹的公司产值超过1000万元，拥有34项注册商标，12项
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被列入国家级扶贫产品。

随着赤水竹编的市场大门越开越大，村里的竹编手艺人也逐
步多了起来。杨昌芹表示，“通过学习竹编工艺，以前的‘留守妇
女’变成上班族，每个月不仅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还能兼顾家
庭，收入提高了，好日子有了盼头。”

杨昌芹还一直关注非遗传承和发展，所提的建议得到了相关
部门的关注。令杨昌芹鼓舞的是，去年，中国与国际竹藤组织共
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这对包括竹编在内的非遗保护和传
承，是一大利好，”杨昌芹认为，目前许多独具特色的传统技艺
以及产品还没有形成品牌，缺乏规模效应。“传统手工艺要
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和传承，就要开发出更多适合生活应用场
景的产品。”

“今年两会，我还会带一些竹编工艺品上会，继续就做好非
遗传承提出建议。”杨昌芹说，她认为，应该通过产业基地的
建立，整合技术资源，完善培训体系，打通产销渠道，塑造
文创品牌，开拓出更大市场，让非遗传承和乡村振兴更好地
融合发展。

田间地头察民情 建言资政解民忧

听代表委员讲述履职故事听代表委员讲述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聚焦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关注基层群众

的身边事、建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着眼

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一年来，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走进田间地头体察民情，

用心用情关注民生所需，通过实地调研，以

一份份扎扎实实的建议和提案，建言资政解

民忧，交出了精彩的履职答卷。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近日，本报采访了

四位代表委员，听他们讲述深入一线调研的

履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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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自雇职业, 仅需24 月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贷利率

• 高达90%的按揭贷款，无MI
• 信用分数可低至660分
• 有两年的止赎权、空头交易、破产或代

用契约的时间。
• 无需提供报税
• 贷款额度高达300万美元
• 需要两年的自雇职业
• 第二套住房和投资物业的贷款率最高可

达85%。

• 可用1099
• 购买和兑现或利率期再融资
• 12或24个月的企业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至少

50%的企业）。
• 12个月或24个月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

至少25%的企业）。
• 业主自用、第二居所和非业主自用
• 可提供40年的利息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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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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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首付，$1.5M貸款額，自住購房，
30年固定6.25%，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自顧職業，僅需24
月銀行對賬單。

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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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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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 down, $1.5M loan amount, 
Primary Home Purchase 30 year 
�xed 6.25%0.5 point, 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Self Employed, Just need 24 month bank statement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ons may apply

Bank
Statement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貸款都要經過核保批准和信用審查, 本廣告並不代表信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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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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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美南新聞泉深】新街邊男孩
（New Kids on the Block，NKOTB）
樂隊於 2023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晚上
在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期間
在NRG體育館舉行了盛大音樂會。這
不是他們第一次來休斯頓表演，三十
年前他們也在Astrodome舊體育館表
演過，這次是回歸休斯頓表演。

他們是來自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
五人美國男孩樂隊，他們於 1984 年
組建了該樂隊，由 Joey McIntyre、
Donnie Wahlberg、 Danny Wood、
Jordan 和 Jonathan Knight 組成。他
們的第一首成名歌曲是《Please
Don't Go Girl》，在佛羅里達州的一
家廣播電台播放後，它在排行榜上飆
升至第 10 位。 1988 年，他們發行
了第二張專輯《Hangin Tough》，大
獲成功並榮登Billboards 200 強榜單
榜首。 1989 年，他們發行了一張聖
誕專輯，在 Billboards 200 排行榜上
排名第九。然後在 1990 年，他們發
行了他們的第三張專輯《Step By
Step》最終銷售了近 2000 萬張。

這個男孩樂隊沒有放慢腳步的跡
象。 1991 年，他們被福布斯列為收
入最高的藝人，超過了邁克爾·傑克
遜和麥當娜等明星。但是，1994 年
，他們的第四張專輯沒有獲得那麼多
的讚譽後，於1995 年樂隊正式解散
。

13 年後的 2008 年，樂隊宣布計
劃以巡迴演出和專輯慶祝重聚，他們
很快發行了專輯 《The Block》。這
張專輯很成功，在 Billboard 200 排行
榜名列第二。 2012 年，新街邊男孩
被提名為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的一顆星
，這是在他們的第六張錄音室專輯
10 發行之前發布的。這個男孩樂隊已
經全面回歸併在全國各地演出，包括
他們的 2022 年混音帶巡演。今年這
是他們在休斯頓NRG體育館首次亮相
。

他們排在前五名的歌曲是：
《You've Got It》、《Step by Step
》、《Please Don't Go Girl》、《I'll
be Loving You》、《Hangin' Tough
》。

這個經久不衰的男孩樂隊可能是
除了加思·布魯克斯（Garth Brooks）

之外最有資格在如此巨大的場地
演出的樂隊。在鼎盛時期，新街
邊男孩是世界上最大的表演樂隊
之一。該團體積累了“笨蛋”
（Blockheads）的忠實追隨者，
製作了破紀錄的電視特別節目，
從背包到洋娃娃，甚至週六早上
的卡通片應有盡有。

他 們 為 後 街 男 孩 （Back-
street Boys）、*NSYNC （超級
男孩）和 One Direction 鋪平了道
路，並經常在大型場地演出，包
括舊的休斯頓牛仔競技場（As-
trodome)的表演。

歌手 Donnie Wahlberg 告訴
歡呼的人群：“我只想說在這個
令人驚嘆的體育場演唱是多麼榮
幸，因為老實說感覺就像過去，
像1990 年 8 月 20 日，當我們在
老休斯頓體育館Astrodome演唱
一樣。”

“許多年前，您們對我們充
滿了愛，今晚您們又這樣做了。
”

甚至在節目開始之前，對新
街邊男孩的狂熱就已經完全發揮作用
了。成群結隊的女性穿著相配的新街
邊男孩 T 卹在NRG體育場地上漫步
，“I'm not old, I'm vintage" 是最受
歡迎的標牌。

Joey McIntyre 在當地一家星巴
克表達了感激之情，Jonathan Knight
也參加了牲畜展。

Wahlberg對 59,032 名觀眾說：
“過去幾天這座城市的精神觸動了我
們的心，它激勵了我們！”

這群人登上了黑色和白色相配的
舞台，混合了牛仔帽、閃光裝飾片和
按扣。 Wahlberg說，他挑戰自己要
在整場演出中都戴上帽子，但將它換
成了太空人隊的球帽，以帶領觀眾穿
越“德克薩斯州的深處”。隨後，
Jordan Knight 和來自休斯頓的骨盆逆
衝 Tik Tok 明星 Tio Choko 也加入了
他的行列，參加了《拯救一匹馬（騎
牛仔》的節目。

新街邊男孩樂隊在NRG體育館表
現了獨特吸引力。他們既頑皮又有趣
——這正是他們的粉絲想要的。尤其
是 Wahlberg 對這一切進行了磨練，

他挑逗地掀起他的襯衫，露出胸肌，
搖了搖屁股，就好像他直接在和他們
的觀眾說話一樣。

如果這些傢伙不是那麼吸引人的
藝 人 ， 那 也 不 會 奏 效 。 他 們 以
《Welcome to the Block Party》開場
，登上了舞台的五顆星。 “My Fa-
vorite Girl” 和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展示了 Jordan Knight)仍
然有力的假聲。 《Dirty Dancing》之
前是電影標誌性的《Nobody puts
Baby in the corner》的場景。每首歌
都是合唱，整個體育場齊刷刷地暈了
過去。

小伙們重現了《The Right Stuff
(You Got It)》音樂視頻中的 uh-oh
舞蹈，並添加了一些額外的臀衝。

Wahlberg 吩咐道：“我們想听
你發狂！” 他真的連問都不用問。

他介紹了該樂隊 1988 年的突破
性單曲，《Please Don't Go Girl》，
稱其為“讓這個夜晚成為最可能讓人
們興奮的歌曲”。他說McIntyre在錄
製這首歌的主唱時還不到十幾歲，他
用甜美、活潑的聲音錄製了這首歌，
這使它大受歡迎。他現在 50 歲了，

仍然可以達到
那些高潮，但
也可以根據他
的經驗來擴展
這首歌。

在唱《To-
night》 時 ， 所
有五名成員都
跳下舞台，這
是一首披頭士
式的歌迷頌歌
。他們合影留
念並自拍，他
們互相擁抱。其中一個說：“你好，
女士。” 更進一步，Wahlberg跳下
卡車與一群狂熱的粉絲混在一起。

新街邊男孩樂隊的歌單
New Kids on the Block RodeoHous-
ton setlist
"Welcome to the Block Party"
"My Favorite Girl"
"Dirty Dancing"
"Summertime"
"Cover Girl"
"The Right Stuff"
"Remix (I Like The)"

"Please Don't Go Girl"
"Games"
"Tonight"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Poi-
son"/"I Wanna Dance With Some-
body (Who Loves Me)"/"Shook Me
All Night Long"/"Livin' On a Prayer"
(singalong)
"Deep in the Heart of Texas"
"Save a Horse Ride a Cowboy"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
"Step by Step"/"Push It"
"Hangin' Tough"/"We Will Rock You"

從 Astrodome 到 NRG 體育館 “新街邊男孩”樂隊回歸休斯頓牛仔競技場


	0309THU_A1_Print.pdf (p.1)
	0309THU_A2_Print.pdf (p.2)
	0309THU_A3_Print.pdf (p.3)
	0309THU_A4_Print.pdf (p.4)
	0309THU_A5_Print.pdf (p.5)
	0309THU_A6_Print.pdf (p.6)
	0309THU_A7_Print.pdf (p.7)
	0309THU_A8_Print.pdf (p.8)

